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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一日，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4號209/2021。

第一條

宗旨

1、本會會名定為“粵港澳大灣區戲曲

藝術協會”，會址設於澳門麻子街89號金

誠大廈地下C，為非牟利團體。

2、宗旨：搭建粵港澳大灣區戲曲平

臺、詩詞會友及研討，傳播及承傳粵藝，

戲曲藝術交流，娛人娛己。

第二條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1、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會章者，向

理事會申請獲批准便可成為會員。

2、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有參加

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3、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繳交

會費的義務。

第三條

組織機關

1、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2、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

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本會會長、副

會長和理事會、監事會成員；決定會務方

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作報告。

3、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

名。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4、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三之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議，須

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公 證 署 公 告 及 其 他 公 告   ANÚNCIOS NOTARIAIS E OUTROS

5、理事會為本會行政管理機關

1）負責執行大會決議及會務管理；

2）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

理事若干名（總人數必為三人或以上的單

數），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6、監事會為本會監督機關

1）負責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及

執行大會決議，督核行政收支；

2）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

監事若干名（總人數必為三人或以上的單

數），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四條

會議

1、會員大會丶理事會丶監事會會議每

年最少舉辦一次，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

會員大會得召開特別會員會議。大會之召

集須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方式為之，或

至少提前八日通過簽收之方式而為之，召

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

議程。

2、會議在有過半數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會議表決必須有絕對多數贊同

票方為有效。

第五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政府及社會機構贊助。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一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李宗興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9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94,00)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一日，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4號210/2021。

第一條

宗旨

1、本會會名定為“澳門花研戲曲藝術

團”，會址設於澳門麻子街89號金誠大廈

地下C，為非牟利團體。

2、宗旨：傳播及承傳粤劇粵曲及歌唱

藝術，開展戲曲交流，娛人娛己。

第二條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1、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會章者，向

理事會申請獲批准便可成為會員。

2、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有參加

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3、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繳交

會費的義務。

第三條

組織機關

1、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2、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

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本會會長、副

會長和理事會、監事會成員；決定會務方

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作報告。

3、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

名。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4、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三之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議，須

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5、理事會為本會行政管理機關

1）負責執行大會決議及會務管理；

2）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

理事若干名（總人數必為三人或以上的單

數），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6、監事會為本會監督機關

1）負責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及

執行大會決議，督核行政收支；

2）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

監事若干名（總人數必為三人或以上的單

數），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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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

會議

 1、會員大會丶理事會丶監事會會議每

年最少舉辦一次，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

會員大會得召開特別會員會議。大會之召

集須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方式為之，或

至少提前八日通過簽收之方式而為之，召

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

議程。

 2、會議在有過半數成員出席時，方

可議決事宜，會議表決必須有絕對多數贊

同票方為有效。

  
 第五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政府及社會機構贊

助。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一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李宗興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1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15,00)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e Segurança e 
Proteção de Macau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一年十月二十八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

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

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

檔於本署2021/A S S/M6檔案組內，編號

為358。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安全及防衛協

會”，中文簡稱為“澳門安防協會”，葡文

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Segurança e Pro-
teção de Macau”，英文名稱為“Macau 
Safety and Security Association”，英文

簡稱為“MSSA”。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擁護「一

國兩制」，「愛國愛澳」，配合特區政府

多元發展，促進公共安全及防衛領域的

創新發展及跨界融合，打造面向政府、行

業、企業和社會的綜合服務平台。致力開

展安防、消防、保安、應急、資訊等公共安

全領域的合作及產業研究、融合服務；推

進安防行業市場建設，培訓安防企業和專

業技術人員；開展安全教育，增強安防意

識。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服務以及檢測認

證、標準化建設、職業培訓、國際交流、服

務。加強與各界有關機構的合作，共享繁

榮。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羅保博士街1-3號

澳門國際銀行大廈15樓G座，會員大會可

透過決議更改會址及設立辦事處。

第四條

會員資格

會員可分為創會會員、普通會員及名

譽會員。

（1）創會會員是在社團設立行為中

簽署有關文件的會員。

（2）普通會員是指從事安防服務行

業，並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的自

然人或法人，其填寫及簽署有關申請表，

均可申請為本會普通會員，經本會理事會

批准後，便成為普通會員。

（3）名譽會員是所有自然人或法人

獲會員大會決議賦予有關資格，條件是

其可透過特別方式協助本會實現有關宗

旨。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1、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1）出席會員大會並享有選舉權及

被選舉權；

（2）對本會運作及工作有提出建議

之權利；

（3）參與、協助本會舉辦之各項活

動，享有本會各項福利。

2、會員須履行以下義務：

（1）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

（2）按時繳交會費；

（3）不得作出損害本會聲譽之行為。

3、若會員故意違反本會章程，或嚴重

有損本會聲譽或利益者，得由理事會給予

警告，嚴重者可由理事會提議，經會員大

會通過後，終止其會籍。惟當事人在該次

大會有出席權及抗辯權。

4、會員無故欠交會費一年或以上者，

將暫停其會籍，其一切會員權利在補交會

費後方得恢復。

第六條

組織機關

1、本會組織機關包括：（1）會員大

會；（2）理事會；（3）監事會。

2、本會會員大會主席、副主席、秘

書、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由會員大會選

舉產生，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七條

會員大會

1、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關，
由所有會員組成，負責修改會章；決定會
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作報告等。

2、會員大會設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
名，秘書一人，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3、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平常
會議，至少提前八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
通知，該召集書內應註明會議召開日期、
時間、地點和議程。會員大會第一次召集
時，最少一半會員出席，方可議決事宜；第
一次召集的時間已屆，如法定人數不足，
則於半小時後作第二次召集，屆時則不論
出席之會員人數多少，均視為有效，但法
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4、修改章程的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
分之三之贊同票。解散本會或延長本會存
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
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1、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關，負

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2、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並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

3、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及

理事各若干名。理事會可按需要設立秘書

處、若干部門和委員會。

第九條

監事會

1、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關，負責監察

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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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監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並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成。

3、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及

監事各若干名。監事長和副監事長由監事

互選產生。

4、監事會有權審核理事會之年度工

作報告；並將審議結果向會員大會報告；

監事會有權監察理事會之運作和財務開

支狀況，各監事會成員均可列席本會各機

關會議。

第十條

經費

1、本會經費來自會員會費，開展活動

之收入，政府資助及任何不附帶條件之捐

獻和資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

由理事會決定籌募之。

2、本會經費用於日常運作之經常性

費用及工作活動費用。

第十一條

榮譽職銜

本會可聘請榮譽會長、名譽會長、名

譽顧問、顧問以及其他名譽職銜之人士，

以推進會務發展。

第十二條

附則

本章程若有遺漏或不清晰之處，按澳

門現行有關法律處理。

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八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Sou Wai Ch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75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754,00)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e Beneficência Fat Sou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一年十月二十八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

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

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

檔於本署2021/A S S/M6檔案組內，編號

為359。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發嫂慈善會”，葡

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Beneficência 
Fat Sou”，英文名稱為“Fat Sou Charity 
Association”。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團結各成

員，秉承延續扶貧助弱之精神幫助各界

有需要人士，推動社會慈善活動，關懷社

群，不分宗教、種族，參與社會服務。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黑沙環第四街33
號文豐樓地下J。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

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

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六條

機關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關為會員大

會，負責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主席、

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員；決

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作報

告。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副主席及秘

書各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

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和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本會執行機關為理事會，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理事各

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會議每六個月召開一

次。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

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

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一）本會監察機關為監事會，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及監事各

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會議每六個月召開一

次。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

方可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

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及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16364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45 期 —— 2021 年 11 月 10 日

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八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Sou Wai Ch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40,00)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CERTIFICADO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

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

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

檔於本署2021/A S S/M6檔案組內，編號

為360。

第一條

本協會名稱

中文名稱為：亞太地區（澳門）生育力

保存協會；

英文名稱為：Asia-Pacif ic (Macau) 
Association for Fertility Preservation； 

英文簡稱為：APMAFP。

第二條

協會會址

本協會會址設於澳門龍嵩街10號M
凱旋門廣場6樓H，如有需要時，經會員大

會決議，可遷往澳門其他地方或設立分區

辦事處。

第三條

宗旨

1. 貫徹執行「一帶一路」精神，確立

中國在亞太地區國家的生育力保存技術

的主導地位和作用；

2. 為亞太地區國家生育力保存技術

研究和臨床應用提供技術交流平臺；

3. 舉辦亞太地區生育力保存會議和

研討會，廣泛進行技術交流。

第四條

成為會員

1. 申請會員：

具有相關專業的醫療和科研人員，可

以書面申請成為會員。 

2. 會員審核：

會員書面申請經理事會審核通過後，

才能成為正式會員。

3. 會員資格：

申請批准後，由協會發放列印會員證

書。

第五條

會員權利

1. 具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只有正式

會員才有投票權和投棄權票權；

2. 按時接收協會會議通知、相關簡

訊。

第六條

會員義務

1. 出席或列席會員大會，支持和協助

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2. 遵守本會章程及會員大會通過的

決議；

3. 按時繳納會費，如無特別理由二年

或以上不交會費者，將以自動退會論；

4. 本會會員不得作出任何有損本會

聲譽之活動；

5. 本會會員在未徵得理事會同意下，

不得以本會名義組織及參與任何活動，以

及接受任何機構或個人之資助。

第七條

處分

若本會會員作出有損本會宗旨的行

為，經本會會員大會和理事會討論及監事

會審核，輕者警告，重則開除其會籍及保

留法律追究權利。

第八條

機關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會

和監事會。

第九條

機關之領導成員

各機關之領導成員須由會員大會選舉

產生，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選舉以

獲出席者絕對多數贊同票方為當選。

第十條

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主席團（領導成員）的組

成：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會員

大會主席團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二人，委員

若干人及秘書長一人，總人數須為單數；

原則上中國各省限制一名委員名額，亞太

地區每個國家至少有一名委員；大會主席

團增設顧問和名譽委員，以表彰在本學術

領域內的崇高榮譽，但不參與協會機關運

作。

2. 會員大會的運作：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會議，由

理事會召集並由會長主持；會員大會之召

集最少提前八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

知全體會員；該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3. 會員大會的權限：

A. 選舉和解任會員大會主席團、理

事會及監事會成員的職務；

B. 決議修訂會章；

C. 審議通過理事會和監事會的工作

報告和財務報告；

D. 通過年度預算；

E. 制定會務方針。

4. 有效會議：

屬首次召集的會議，須半數或以上會

員出席才可舉行，如不足半數，在會議既

定開始時間之後的半小時作第二次召集，

屆時則不論出席人數多少，會員大會即被

視為有效召開。

5. 有關本條第3款第B項之決議：

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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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屬解散本會或延長本會存續期

之決議：

則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十一條

理事會

1. 理事會的組成：

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關，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平日之會務管理，設

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及理事若干人，總人

數須為單數，並根據實際情況設立若干部

門；理事長可由協會會長、副會長或大會

委員以及退役會長兼任。

2. 理事會的運作：

A. 理事會每年最少舉行常務會議二

次，由理事長召集或應理事會大多數成員

請求的情況下可召開特別會議。

B. 會議在有超過半數的理事會成員

出席時，方可議決事項。

C .  決議取決於出席成員的過半數

票，遇票數相同時，理事長除本身之票

外，有權再投一票。

3. 理事會的權限：

A. 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B. 負責本會之行政管理及計劃發展

會務；

C. 向會員大會提交管理報告及提出

建議；

D. 依章程召集會員大會。

第十二條

監事會

1. 監事會的組成：

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和監

事若干人，總人數須為單數。

2. 監事會的運作：

監事會每年最少舉行會議一次；監事

長和副監事長主管日常監察事宜。

3. 監事會的權限：

A . 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之決

議；

B. 定期審查賬目；

C. 對有關年報及賬目，制定意見書提

交會員大會。

第十三條

經費來源

1. 本會為不牟利社團，經費由有關政

府部門資助、本會成員和社會各界人士的

捐助等；

2 .  會員 繳 納 之會 費：每 年 澳 門 元

1,000.00元； 

3. 來自本會活動之收入。

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Sou Wai Ch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3,46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466,00)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Internacional de Divulgação 
das Vestimentas Chinesas de Macau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

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

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

檔於本署2021/A S S/M6檔案組內，編號

為363。

第一條

名稱

本 會 中 文名 稱 為“澳 門 國 際 華 服

推廣協會”，葡文名稱為“A s s o c i a ç ã o 
I nt er n a c ion a l d e D iv u l ga ç ão d a s 
Vestimentas Chinesas de Macau”，英文

名稱為“Macau International Chinese 
Costume Promotion Association”。

第二條

法人住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叢慶二巷14號G
地下，倘有需要可透過會員大會決議更

改。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文化藝術教育團體。宗

旨為在本澳及國際地區弘揚及推廣華服

及時尚華服文化，並致力傳統文化的創新

及傳承。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者，可申請加入為本

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後，便可成為

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

有本會舉辦所有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二）會員須為推動及宣揚華服及傳

統文化作出貢獻。

（三）會員須在每年度繳交會費，以

支持本會營運。

第六條

組織

（一）會員大會：

1）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

負責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副主

席、秘書長和理事會、監事會成員；決定

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作報告。

2）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若干

名，秘書長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

3）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提前

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通知

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和議

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員

大會。

4) 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議，

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二）理事會：

1）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關，負

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2）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每

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3）理事會會議每年召開一次。會議在

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議決事

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過半數贊同票方

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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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監事會：

1）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機關，負責監

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2）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每

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3）監事會會議每年舉行一次，會議在

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議決事

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過半數贊同票方

為通過。

第七條

經費

本會經費來自會員會費及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由理事會

決定籌募。

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Sou Wai Ch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9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90,00)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Cultural Mundial de 
Whisky da Grande Baía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透過二零

二一年十月二十八日簽署的經認證文書設

立了上述社團，其宗旨及住所均載於附件

的章程內。該社團的設立文件和章程已存

檔於本署2021/A S S/M6檔案組內，編號

為357。

第一條

名稱、會址、宗旨

（一）本會中文名稱為“大灣區世界威

士忌文化協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Cultural Mundial de Whisky da Grande 
B a í a”，英文名稱為“Wo r l d W h i s k y 
Cultural Association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二）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木橋街52
號地下，經會員大會決議，本會可以把會

址遷往澳門其他地方以及在其他地方、地

區或者國家開立分會和任何形式的辦事

處。

（三）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通

過與大灣區各城市與世界各地的團體或

單位合作，策劃、舉辦和參與本地及內地

各類型的威士忌文化推廣活動，加强內地

與國際之間威士忌文化交流。

第二條

會員資格

任何認同本會宗旨及章程之人士，均

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得

成為正式會員，會員數目不限。

第三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及

參與本會各項活動和享用本會各項福利

之權利。

（二）會員必須遵守會章和決議，以

及有繳交會費的義務。

（三）會員有違反會章或破壞本會名

譽者，理事會視其情節予以相應之處分，

嚴重者交由會員大會決議處以開除會籍

且永久不能再成爲本會會員，其所繳交之

各項費用概不發還。

第四條

機關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本會各機關之據位人每屆任

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五條

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關為會員大

會，負責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

和理事會、監事會成員；決定會務方針；

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一名、

常務副會長一名及副會長若干名。

（三）會長職權：會長為本會會務最

高負責人；負責主持會員大會；對外代表

本會；會長可授權常務副會長或副會長代

行使其職權。

（四）會長、常務副會長及副會長可

出席理事會會議和監事會會議，並享有

發言權。常務副會長及副會長協助會長工

作。

（五）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如遇

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員大會。每

次會員大會如法定人數不足，則於超過通

知書上指定時間三十分鐘後作第二次召

集，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寡，會員大會均

得決議。

（六）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

日以掛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提前八日透

過簽收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

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七）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八）解散本會的決議，須獲全體會

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六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由理事長一名、秘書長

一名、副理事長、常務理事及理事若干名

組成。理事會成員人數必須為單數。

（二）理事會的權限：

1）為本會之行政管理機關，負責履行

本會的章程及會員大會之決議；

2）為策劃、管理及領導社團活動和代

表本會對外之社交；

3）提交每年之帳目及行政報告；

4）決定接納新正式會員。

第七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監事長一名、副監事

長及監事若干名組成，監事會成員人數必

須為單數。

（二）監事會的權限：

1）為本會監察機關，負責監察理事會

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2）審查理事會的年度報告書和財務

報告書及監察理事會之工作。

第八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及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八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Sou Wai Ch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1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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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CERTIFICADO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一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2021年社團及財團儲存

文件檔案”第1/2021/ASS檔案組第56號，

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心理健康協

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Psicologia 
da Saúde Macau，葡文簡稱為“APSM”；

英文名稱為：Association of Psychological 
Health Macau，英文簡稱為“APHM”。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

（一）召集在澳門從事心理專業人

士，組織及統籌各項活動，包括專業督

導、課程、工作坊及學術交流等。

（二）推廣並普及澳門市民對心理健

康的意識，增加瞭解心理健康對個人的影

響，以及與情緒相關的訊息。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在澳門涼水街29E至33號

裕華花園地下商場A L舖。有需要時可經

會員大會決議後更改會址。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具有心理學學士學位或以上程度，

擁護本會章程，認同本會宗旨，經一位會

員推薦並提出申請，經理事會審議批准

後，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

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的組織機構包括：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

會，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

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副主席及秘

書各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

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和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五）本會在不違反法律規定及本會

章程的原則下，得制定本會內部規章。內

部規章之解釋、修改及通過之權限均屬會

員大會。

第八條

理事會

（一）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理事各

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一）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及監事各

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及其他合法

收入，亦可接受社會、政府及其他機構資

助。

第十一條

會徽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一日於海島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1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12,00)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CERTIFICADO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一日起，

存放於本署之“2021年社團及財團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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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34,00)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CERTIFICADO

2021
1/2021/ASS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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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宗旨

本社團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為澳
門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及多元文化共
存的戲劇交流合作基地。

第三條

會址

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600E號第一
國際商業中心15樓P1506。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
後，便可成為本會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有
提出有關本會發展的建議和意見，並享有
本會舉辦的一切活動與福利的權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會
和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
會，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
會、理事會和監事會各成員；決定會務方
針；審查和通過理事會工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
及秘書若干名名，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
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通過掛號信或簽收方式召集，通
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和
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可召開特別會
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

（二）理事會最少由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及副理事長二

名。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絕對多數贊

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一）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及副監事長二

名，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及各界人士的

贊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

事會決定籌募之。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一日於海島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9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93,00)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CERTIFICADO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組織社團

之立章程文本自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九

日起，存放於本署之6/2021號檔案組內，

並登記於第1號“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之

登記簿冊”內，編號為7號，該組織章程內

容載於附件之證明書內並與原件一式無

訛。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星薈音樂及藝

術推廣協會”。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存續期為無限

期。本會宗旨為推廣音樂及藝術工作，為

會員提供平台，促進多元藝術交流，提昇

本地音樂與藝術水平。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水坑尾街78號中

建商業大廈5A。經理事會同意，會址可以

遷移至本澳其他地方。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對音樂及藝術有興趣，認同本會宗

旨及願意遵守本會章程之人士，均可申請

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審批後，可成

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與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及表

決權，享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

利。

（二）會員有遵守章程和議決，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三）會員如有違反章程或破壞本會

聲譽，得由理事會按照情節輕重予以勸

告、警告或開除會員資格之處分。

（四）凡無理欠繳會費一年或以上

者，停止享有一切會員權利，須補交後方

得恢復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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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本會架構

本會架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

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或罷免會

員大會會長、副會長、秘書長和理事會、

監事會成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

理事會工作報告、財務報告和決議其他重

大事項。

（二）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

若干名及秘書長一名，根據會務需要可設

常務副會長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

連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理

事會召集，最少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

簽收之方式召集，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日

期、時間、地點和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

事項得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四）會員大會由會長負責主持，如

會長缺席，由副會長、常務副會長依次代

替主持。

（五）會員大會會議需至少半數會員

出席才可舉行，若不足規定人數，會議押

後半小時舉行，屆時不論多少會員出席，

均為有效會議；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六）不能出席會員大會的會員可以

書面授權其他會員代表出席，每位會員最

多只能代表一位不能出席的會員。（此情

況下出席人數以兩人計算）。

（七）經由二分之一會員要求，則可召

開特別會員大會。

（八）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負責

執行本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提交年度

會務報告，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

務。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理

事若干名，根據會務需要可設常務副理

事長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三）理事會下可設培訓部、對外交

流部及秘書處等部門，以協助理事會開展

會務工作。理事會部門可因應會務需要自

由進行增減或重組。

（四）本會可因應情況聘請多名永遠

榮譽會長、榮譽會長、永遠名譽會長、名

譽會長及會務顧問等職銜，以助本會會務

發展。

第九條

監事會

（一）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監

事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十條

經費

（一）本會經費來源包括會員、政府

資助及各界人士贊助，必要時得向會員和

社會人士募集。

第十一條

附則

本會章程解釋權屬會員大會。章程

未列明之條文，概依澳門現行法律規範執

行。

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於澳門特別

行政區

私人公證員 林笑雲

（是項刊登費用為 $2,52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527,00)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e Aptidão 
Funcional Corajoso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por escritura de 3 de Novembro de 2021, 

lavrada de folhas 48 a 55 do livro n.º 497, 
deste Cartório, foi constiuída a Associação 
de Aptidão Funcional Corajoso, em chinês
勇士功能性健身協會 e, em inglês Brave 
Functional Fitness Association, cujos esta-
tutos constam do documento em anexo.

Artigo primeiro

Denominação e Sede

Um. A Associação adopta a denomina-
ção de «Associação de Aptidão Funcional 
Corajoso», em inglês «Brave Functional 
Fitness Association» e, em chinês “勇士功

能性健身協會”.

Dois. A sede da Associação está locali-
zada em Macau, na Avenida Olímpica, nú-
mero 568, Edifício Va Nam, Fc/v, podendo 
ser transferida para outro local em Macau, 
mediante deliberação da Direcção.

Artigo segundo

Duração

A duração da Associação é por termo 
indeterminado, contando-se o seu início, 
para todos os efeitos, a partir da data da 
sua constituição.

Artigo terceiro

Objecto

A Associação tem a natureza privada, 
sem fins lucrativos, e tem por objecto: 

a. Defender os benefícios do exercício 
físico em geral, incentivar os entusiastas 
a melhorar a aptidão física pessoal, força, 
poder explosivo, velocidade, coordenação 
e flexibilidade, por forma a promover a 
saúde física geral;

b. Cultivar o interesse público pelo exer-
cício físico, promovendo intercâmbios com 
outras associações, instituições e entidades 
afins, e;

c. Promover o desenvolvimento da cultu-
ra desportiva em Macau através de confe-
rências, seminários, organização de even-
tos fitness e demais desportos afins, tendo 
em vista o desenvolvimento diversificado 
do desporto e recreação.

Artigo quarto

Sócios

Um. Podem ser sócios todos aqueles que 
se identifiquem com os princípios e ideias 
que a Associação se propõe realizar.

Dois. A admissão como sócio depende 
de pedido escrito e aprovação da Direcç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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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go quinto

Direitos dos Sócios

Um. Participar na Assembleia Geral, 
votar, eleger e ser eleito para os órgãos so-
ciais. 

Dois. Gozar de quaisquer direitos e 
regalias que lhes sejam concedidos pelos 
presentes estatutos. 

Três. Apresentar à Direcção as sugestões 
que entendam de interesse para a Associação. 

Artigo sexto

Deveres dos Sócios

Um. Respeitar e cumprir os presentes 
estatutos, os regulamentos internos e as 
deliberações dos órgãos sociais.

Dois. Desempenhar os cargos para que 
tenham sido eleitos ou designados.

Três. Contribuir, com todos os meios 
ao seu alcance, para a prossecução dos 
objectivos, desenvolvimento e prestígio da 
Associação.

Quatro. Participar nas iniciativas da As-
sociação.

Artigo sétimo

Órgãos Sociais

São órgãos da Associação:

1. Assembleia Geral.

2. Direcção.

3. Conselho Fiscal.

Artigo oitavo

Definição e Competências da 
Assembleia Geral

Um. A Assembleia Geral é o órgão su-
premo da Associação, sendo constituída 
por todos os sócios no pleno gozo dos seus 
direitos, competindo-lhe em exclusivo:

a) Aprovar alterações aos estatutos;

b) Eleger e destituir os titulares dos ór-
gãos sociais;

c) Definir as directivas de actuação da 
Associação;

d) Decidir sobre a aplicação dos bens da 
Associação;

e) Apreciar e aprovar o plano de activi-
dades e os orçamentos anuais da Associa-
ção; e

f) Apreciar e aprovar a proclamação de 
sócios honorários, sob proposta da Direcção.

Dois. A competência da Assembleia 
Geral abrange todas as matérias que não 
caibam na competência exclusiva dos res-
tantes órgãos sociais.

Artigo nono

Composi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Um . A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é 
constituída por um presidente, um vice-
-presidente e um secretário, eleitos de en-
tre sócios no pleno gozo dos seus direitos, 
para mandatos de três anos.

Dois. Nas faltas e impedimentos do 
presidente, este será substituído pelo vice-
-presidente.

Artigo décimo

Funcionamento da Assembleia Geral

Um. A Assembleia Geral reúne uma vez 
por ano em sessão ordinária para a discus-
são e aprovação do orçamento da Direcção 
e do relatório de actividades.

Dois. A Assembleia Geral reúne em ses-
são extraordinária quando convocada pelo 
Presidente da Mesa, por sua iniciativa, ou 
quando tal lhe seja requerido pela Direc-
ção, pelo Conselho Fiscal ou por um terço 
de sócios no pleno gozo dos seus direitos.

Artigo décimo primeiro

Convocação e Deliberação da 
Assembleia Geral

Um. A Assembleia Geral é convocada 
por meio de carta registada, enviada com 
a antecedência mínima de 8 dias, ou me-
diante protocolo efectuado com a mesma 
antecedência. Na convocatória indicar-se-á 
o dia, hora e local da reunião e a respectiva 
ordem de trabalhos.

Dois. A Assembleia Geral não pode 
deliberar, em primeira convocação, sem a 
presença de, pelo menos, metade dos seus 
associados.

Três. Se, à hora marcada, não compa-
recer o número de associados referido no 
número anterior e na convocatória não 
tiver sido, desde logo, fixada outra data, 
considera-se convocada segunda reunião 
para trinta minutos depois, podendo a 
Assembleia deliberar com os associados 
presentes.

Quatro. Sem prejuízo dos números se-
guintes, consideram-se tomadas as delibe-
rações que merecerem os votos favoráveis 
da maioria dos associados presentes.

Cinco. As deliberações para as altera-
ções dos estatutos dependem dos votos 
favoráveis de três quartos dos associados 
presentes.

Seis. A deliberação sobre a extinção da 
Associação depende dos votos favoráveis 
de três quartos do total dos associados.

Artigo décimo segundo

Composição da Direcção

Um. A Direcção é constituída por um 
presidente, um vice-presidente e um secre-
tário, eleitos pela Assembleia Geral, para 
mandatos de três anos.

Dois. Para além das competências legais 
e as atribuídas nos presentes estatutos, 
compete à Direcção a gestão corrente da 
Associação.

Três. Nas faltas e impedimentos do pre-
sidente, este será substituído pelo vice-
-presidente.

Artigo décimo terceiro

Competências da Direcção

Compete à Direcção:

a) Cumprir e fazer cumprir os presentes 
estatutos, os regulamentos internos e as 
deliberações dos demais órgãos sociais;

b) Representar a Associação, em juízo e 
fora dele, activa ou passivamente, nos actos 
e contratos;

c) Assegurar a gestão e o funcionamento 
da Associação;

d) Elaborar e submeter à Assembleia 
Geral, para aprovação, o relatório e contas 
anuais do exercício, bem como os planos 
de actividades e orçamentos anuais;

e) Elaborar e propor à Assembleia Geral 
os regulamentos internos e respectivas al-
terações;

f) Deliberar sobre a admissão de sócios;

g) Desempenhar outras tarefas que lhe 
sejam atribuídas pela Assembleia Geral; e

h) Administrar e dispor do património 
da Associação, abrir, encerrar e movimen-
tar contas bancárias, a crédito e a débito, 
negociar e outorgar protocolos, contratos 
ou quaisquer outros instrumentos úteis ou 
necessários à realização dos objectivos da 
Associação.

Artigo décimo quarto

Funcionamento da Direcção

Um. A Direcção reúne em sessão ordi-
nária uma vez por mês e em sessão extra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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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ária quando convocada pelo presidente, 
por sua iniciativa ou quando tal lhe seja 
requerido pela maioria dos membros.

Dois. Consideram-se tomadas as deli-
berações da Direcção que merecerem os 
votos favoráveis da maioria dos membros 
presentes.

Artigo décimo quinto

Composição e Competências do 
Conselho Fiscal

Um. O Conselho Fiscal é constituído por 
um presidente e dois vogais, eleitos pela 
Assembleia Geral, por mandatos de três 
anos.

Dois. Compete ao Conselho Fiscal:

a) Fiscalizar todos os actos de gestão 
praticados pela Direcção;

b) Examinar e dar parecer sobre o re-
latório e contas da Direcção e fiscalizar 
regularmente a situação financeira da As-
sociação;

c) Assist i r às reuniões da Direcção 
quando julgue necessário, não dispondo os 
seus membros de direito a voto;

d) Requerer a convocação da Assem-
bleia Geral; e

e) Cumprir as demais obrigações legais e 
estatutárias.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4 de 
Novembro de 2021. — O Notário, Adelino 
Correia.

（是項刊登費用為 $4,07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078,00)

    

 

為着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修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一日，

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

案組4號211/2021。

第二條——會址：設於澳門友誼大馬

路1023號南方大廈3樓AC，在適當時得

按照會員大會決議將會址搬遷至澳門任

何其他地點。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一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李宗興

（是項刊登費用為 $35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52,00)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CERTIFICADO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存檔於本署2021/A S S/M6檔案組內，編

號為364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荷蘭

園巴冷登街2-A B號華達大廈A1，經會員

大會同意可更改。

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Sou Wai Ch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36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63,00)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Católica Cultural 
de Macau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存檔於本署2021/A S S/M6檔案組內，編

號為361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三條——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美麗街 2 B號地

下。經會員大會議決後，會址可遷至澳門

其他地方。

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Sou Wai Ch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48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88,00)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CERTIFICADO

Instituto de Iluminação e                 
Fotónica de Macau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存檔於本署2021/A S S/M6檔案組內，編

號為362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十五條

經費營運

本會在銀行開設戶口，戶口之開立及

運作須由會長、理事長及財務長中，任兩

位共同簽署方為有效。

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蘇偉昌Sou Wai Cheo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46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65,00)

根 據 澳 門 土 木 工 程 實 驗 室 ——

L E C M之章程第17條規定，茲通知各會

員於2021年12月15（星期三）上午10時30
分，在氹仔偉龍馬路185號，實驗室總辦

事處召開會員大會常會。共商討有關以下

內容：

第1點：審查及批准2022年活動計劃

及財政預算。

第2 點：選舉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2022年至2024年度的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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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點：土木工程實驗室參與橫琴粵

澳深度合作區。

第4點：臨時動議。

假若屆時出席大會的人數不足法定人

數，根據實驗室章程第18條第2款所述，

將於半小時後，即上午11時正召開第二次

會員大會會議，屆時則不論出席的人數及

其代表之會員記名財產之份額。

澳門，2021年11月03日

董事局：區秉光

    劉永誠

    譚立武

LABORATÓRIO DE 
ENGENHARIA CIVIL DE 

MACAU — LECM

Convocatória

Nos termos do artigo 17.º dos Estatutos 
do Laboratório de Engenharia Civil de 
Macau — LECM, convoca-se a Assem-
bleia Geral para uma reunião ordinária 
na sede do LECM, Av. Wai Long, n.º 185, 
Taipa, Macau, pelas 10,30 horas do dia 15 
de Dezembro de 2021 (Quarta-feira), com 
a seguinte ordem de trabalhos:

Ponto um: Discussão e votação do Plano 
de Actividades e Orçamento para 2022.

Ponto dois: Eleição dos Órgãos Estatutá-
rios do LECM para o triénio 2022 – 2024.

Ponto três: Participação do LECM na 
Zona de Cooperação Aprofundada entre 
Guangdong e Macau em Hengqin.

Ponto quatro: Sugestão temporária.

Em caso de falta de quorum, a Assem-
bleia Geral reúne-se 30 minutos depois 
(11,0 0 a .m.), em segunda convocató -
ria, nos termos do n.º 2 do artigo 18.º, 
considerando-se validamente constituída 
qualquer que seja o número de associados 
presentes e o património associativo re-
presentado.

Macau, aos 3 de Novembro de 2021. — 
A Direcção, Ao Peng Kong — Lau Veng 
Seng — Tam Lap Mou.

（是項刊登費用為 96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9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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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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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O Administrador,

Chui Kai Cheong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Chan Chung Wai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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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算表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Setembro de 2021

A Comissão Administrativa,

Lau Wai Meng, Ip Chong Wa, Tam Van Iu
Pedro Miguel Rodrigues Cardoso das Neves

A Chefe da Contabilidade,

Lam Wai San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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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國際證券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試算表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1,2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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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澳門分行

試算表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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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DA CHINA, LIMITADA SuCurSAL De MACAu

Balancete do razão referente a 30 de Setembro de 2021

 O Administrador, 

Ip Sio Kai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Jiang Lu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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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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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Controller, Macau,

Tam Pui Si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Macau,
Wang Yibo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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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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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 chArtered bAnk, MAcAu brAnch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setembro de 2021

 A Gerente-Geral, 

Candy Vu

A Chefe da Contabilidade,

Alice Leung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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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CITIBANK N.A. MACAU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Setembro de 2021

 O Gerente da Sucursal de Macau,

Gavin Yu

A Chefe da Contabilidade,

Carol Tam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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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O NACIONAL ULTRAMARINO, S.A.

Balancete do razão em 30 de Setembro de 2021

 Patacas

 O Chefe da Contabilidade,

Evan Cheang

O Presidente da Comissão Executiva

Carlos Manuel Sobral Cid da Costa Álvares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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螞蟻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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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華人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試算表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2,48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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